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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歷史教材的內容分析 

 

本章主要是根據第三章研究方法中所列出的內容分析法，針對現

今中學的歷史教材進行內容分析，以現今各版本的高中歷史課本、國

中課本「認識台灣—歷史篇」為分析素材，分析檔案在這些歷史教材

中被使用的方式以及台灣史在這些教材中的內容。用以幫助之後檔案

教學利用實作設計。本章內容共分四節呈現，第一節分析現今歷史教

材中的檔案使用；第二節針對當今台灣史的教學重點作出探討；第三

節則針對現今國內台灣史的檔案資源，與第二節分析出的教學重點作

一對照；第四節則針對前三節之內容作一綜合分析。 

 

 

第一節  現今歷史教學教材的檔案使用分析 

 

在教案內容實作之前，在此先針對現有的中學歷史課程的教材內

容作一分析，並從中找尋可供教案使用的教材編撰以及檔案運用模

式。本節主要以現今各版本的高中歷史課本、國中課本「認識台灣—

歷史篇」為分析素材。 

 

一、認識台灣（歷史篇） 

 

認識台灣（歷史篇）為現今的社會科教材之一，依據民國 83 年

教育部修訂之「國民中學認識台灣（歷史篇）課程標準」編輯而成，

全書一冊，分 11章，共 26節，為一部編本之教科書。本書之結構遵
循我國傳統以來歷史教科書的編輯方式，每一章前有提綱，以各節的

文字介紹為教學重心，每一節後附有問題與討論，提供教師和學生在

學習時參考。在文字外，本書中亦附有大量的圖片，這些圖片包含有

部分的檔案，內容以照片為主，主要作用在於配合文字，使版面更形

生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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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使用的說明圖片總計 153件。內容包含圖表、照片、圖畫、
檔案以及錢幣、郵票、海報等其他當代物品，其中照片的使用就佔了

將近八成的高比重，而圖畫數量次之，約一成，剩下的圖表、檔案、

物品使用可說是相當的少。在此將該書圖片的使用統計列為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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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資料來看，將近八成的圖使用了照片，說明了本書在圖片

的選擇上是以增加課本的趣味性為主體，而書中也使用了四件檔案，

分別是「六三法的條文」
1
、「台灣民報創刊號的刊頭」

2
、「戒嚴佈告」

3
以及「宣布解嚴的總統令」

4
。雖然也有檔案文字的使用，然而這些

檔案作為圖片的參照功能似乎遠大於檔案內容上的使用，整體看來，

本書圖片的使用以點綴性質為主，與教學的主要內容的情況相去甚

遠。 

 

二、現行高中各版審定本歷史課本 

 

現今高中所使用的歷史教科書，為依據民國 84 年歷史科課程標

準所編定的審定本教科書，由於開放各家編寫，最後交由國立編譯館

審定，因此總共出現了三民、正中、南一、建宏、龍騰、康熙等六個

版本的教科書，以下針對坊間各版本教科書對檔案的運用做一探討。 

圖 4-1 《認識台灣(歷史篇)》的圖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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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課本的數量較多，主要的分析範圍僅限定在包含台灣史在內

的歷史課本下冊，在分析檔案的實際使用之前，先就各教科書整體的

形式與架構作一比較，比較內容可參見表 4-1。 
 

表 4-1 審定版高中歷史教科書架構比較 
版本 龍騰 南一 建宏 三民 正中 康熙 

章節 
不分章節，以

課為單位 
章、節 章、節 章、節 章、節 章、節 

整章引導    整章引導
學習 

重點提示 
課前引導 每一節有 

學習重點 
 

每一節有 
學習重點 

每一節有 
學習提要 

 

注釋 無 注釋 注釋（傳統）注釋（框欄）注釋（傳統） 注釋（傳統）

課文 
重點提示 重點提示 問題提示 無 無 無 問題提示

圖片使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圖片說明 有 有 
有 

(補充說明)
有 有 有 

參考資料 資料＆問題 參考資料 參考資料 
資料閱讀 
＆ 
提問 

無 
資料引述
＆ 

補充說明

作業 作業 研究與討論 問題與討論 問題與討論* 問題與討論** 研究與討論

課後活動  課後活動  
課後活動 
＆ 

資料查詢 
課後活動  

※ 說明： 
*  三民書局出版之教科書「問題與討論」部分主要偏重課文學習。 
** 正中書局出版之教科書「問題與討論」部分主要偏重課文內容討論、資料分析課外活動報告。 

 

從整體架構看來，大多數版本延襲了傳統章節架構，只有龍騰版

改用「課」作為新的教學單位，每課組成要件包括課文、參考資料、

圖表、習作。而在各自的架構下，大多數版本都會在章、節或者是課

之前安排有重點提示，如三民、康熙、龍騰等版本在每章（課）之前

再附上導言；正中、南一版在每節之前則有學習重點或學習提要，用

以方便學生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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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方面，除龍騰版外，其他版本均有註釋，只是呈現方式不一，

南一及三民以附欄方式呈現，其他版本則以傳統方式呈現，不過各版

本的註釋已跳脫純名詞解釋，進而作為資料補充之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和過去高中歷史部編本教科書不同，除課文

外，亦附有許多思考性的參考資料或現代學者的重要見解，以作為教

師教學時的補充資料，在課後的問題與討論的問題與活動的設計上，

知識類型的問題比例較統編本大為降低，分析、綜合、評鑑等類型的

題目增多，且儘量讓學生以討論方式，提出個人見解或實際參訪、找

資料撰寫心得報告，南一、三民、正中三個版本甚至將課後活動獨立

於問題與討論之外設計，可見增加課文外的補充資料，已蔚為歷史教

育主流。 

 

在高中歷史教科書的檔案使用上，大致不出圖片、補充資料以及

作業三部分的範圍。這三個部分都運用了不同類型的資料，而隨著各

單元性質的不同，教科書在利用各種資料的比重也不盡相同，以圖片

形式作為教學輔助的資料，對檔案原件的運用程度較低，而以使用照

片圖畫為大宗。補充資料主要以各種文字史料為主，對檔案的使用需

求也較高。至於作業則形式較為多元，資料運用的數量也較少，不過

檔案在作業資料中的運用比重也是遠較圖片中的檔案比重為高的。此

外，隨著各版本教科書編者的編輯取向，各版本資料與檔案的比重自

然也不盡相同，這是我們在觀察時需要注意到的。 

 

（一）教科書「圖片」中的檔案運用 

 

由於圖片的輔助性質較重，因此在教科書的圖片使用上，檔案向

來是較為弱勢的一環。在高中歷史教科書中所呈現的也是如此，從數

量上來分析，照片、圖畫為課本圖片的最大宗，雖然各種版本的比重

不一而足，但普遍都佔所有圖片的八成以上。而地圖的數量次之，比

重約在一成上下。檔案在各教科書中的數量各有增減，以南一版教科

書所使用的檔案數量最多，有將近 10％的數量，至於其他個版本的

教科書，檔案數量大概是圖片的 5％左右。詳細數據可見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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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高中歷史教科書「圖片」運用資料統計 

版本 龍騰 南一 建宏 三民 正中 康熙 

資料型式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照片圖畫 115 82.73% 174 74.68% 168 86.58% 139 81.76% 166 89.25% 205 81.03%

檔案 8 5.76% 23 9.87% 9 4.64% 8 4.71% 7 3.76% 14 5.53%

地圖 16 11.51% 29 12.45% 15 7.73% 22 12.94% 13 6.99% 30 11.86%

其他物品 0 -- -- 7 3% 2 1.03% 1 0.59% 0 -- -- 4 1.58%

總計 139 100% 233 100% 194 100% 170 100% 186 100% 253 100%

 

檔案作為圖片中的功能，主要是做為課本的輔助圖片，用以輔助

課本內容的教學。也有少部分則以檔案本身的價值出發，引用檔案的

圖片，純粹針對該檔案史料做出介紹。 
 
以教科書上的實例觀之，大部分的輔助圖片都只有簡單的標題，

有些檔案才會補上一些補充的文字敘述，用以做為課文的補充說明。

如南一版下冊圖 17-12的「孫中山聯俄提字」5中，就補充了「1924
年 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立聯俄容共

政策」的這段檔案背景作為輔助。 
 
除了與課文相關者，部分檔案的圖片引用則是針對檔案本身的內

容與價值做出介紹，如三民版下冊圖 13-7 的「安徽省桐城縣監軍發

朱浣曾納米執照」6中「毛邊紙墨刷，墨筆填寫。兩邊騎縫上均蓋長

方形朱印，印文不清。現藏安徽省博物館」的補充說明，顯然已經跳

脫課文範圍，而針對檔案本身做出介紹。此類型的檔案運用，整理於

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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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高中歷史教科書中「圖示」的檔案運用 

資料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新港文書 23 安平追想 用漢字和新港語兩種文字寫的文書。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龍騰

雍正皇帝的硃批 

諭旨 
38

最後一輪的太平盛

世 

進呈此密摺和方物的年羹堯是雍正

寵信的大臣。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龍騰

太平天國年間的 

結婚證書 
57

上帝的中國之子—

洪秀全與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年間的結婚證書。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大金榜 62 士紳社會 
清朝用於公佈殿試結果的大金榜， 

張貼在皇宮門外。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嚴復的天演論手跡 117 西書翻譯與報刊 嚴復的天演論手跡。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五四」翌日的新 

申報號外 
122 五四運動 「五四」翌日的新申報號外。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五四」當天北大 

學生散發的傳單 
122 五四運動 「五四」當天北大學生散發的傳單。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中共發佈的十三 

號通告 
145 國民黨與共產黨 

1923 年 12月 25日，中共中央發佈

的十三號通告。通告主要就國民黨改

組問題提出，要求中共黨員應即時加

入國民黨以利國共合作之進行。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龍騰

漢人與原住民的 

土地契約 
32 土地所有權的建立

此契約為嘉慶三年（1798）所立，契

約中可以發現「新港語」 的拼音文

字仍然被使用。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南一

新港語馬太福音 37 外來文化的影響 

新港語的聖經是荷蘭人教化原住民

的重要工具，也是原住民語文字化的

重要里程碑。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南一

孫中山在大英博物

館的借書簽名卡 
71

孫中山倡導國民 

革命 
孫中山在大英博物館的借書簽名卡。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孫中山倫敦蒙難 

時的求救卡片 
71

孫中山倡導國民 

革命 
孫中山倫敦蒙難時的求救卡片。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孫中山致美國三 

藩市同盟會信 
72 革命風潮志士爭起 孫中山致美國三藩市同盟會信。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同盟會誓詞 73 革命風潮志士爭起 同盟會誓詞。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民報發刊詞 73 革命風潮志士爭起 民報發刊詞。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臺灣住民抗戰檄文 77
台灣建省與乙未割

讓封面 

光緒二十一年四月，臺灣民眾到處張

貼公告，痛罵簽訂馬關條約的李鴻章 
扉頁 南一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 94 非武裝抗爭的展開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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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中華民國大總統 

孫文宣言書 
106

國民臨時政府的 

成立 
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袁世凱就任臨時 

大總統誓詞 
108

臨時政府北遷與 

政權轉移 
袁世凱就任臨時大總統誓詞。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中華民國臨時約法 109
臨時政府北遷與 

政權轉移 
中華民國臨時約法。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李烈鈞討袁專電 111 袁世凱的獨裁統治 李烈鈞討袁專電。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國民政府「廢兩 

改元」訓令 
126 金融的改革 國民政府「廢兩改元」訓令。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五四工界抵制日 

貨傳單 
131 社會各階層的覺醒 五四工界抵制日貨傳單。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溥儀即位的詔書 141 抗日戰争爆發 溥儀即位的詔書。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中美平等新約 142
國際形勢的轉變 

與中國新地位 
中美平等新約。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日皇裕仁終戰詔書 144
抗戰後期的艱苦 

作戰 
日皇裕仁終戰詔書。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孫中山聯俄題字 147
中共成立與早期 

國共關係 

1924 年 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

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立聯俄容

共政策。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南一

張學良親筆信 149
西安事變與停止 

剿共 

張學良陪送蔣介石回南京，臨上飛機

前寫給楊虎城的信。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西安事變後，西 

安街頭的宣傳畫 
149

西安事變與停止 

剿共 
西安事變後，西安街頭的宣傳畫。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國民政府委任狀 150
抗戰期間的國共 

關係 

國民政府任朱德為第十八集團軍總

司令。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延安總部命令 151
戰後共軍勢力的 

擴張 

為攫奪抗戰勝利的果實，中共延安 

總部下達第六號、第七號命令。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南一

劉銘傳治臺時期 

的土地丈單 
62

劉銘傳與臺灣現 

代化 
劉銘傳治臺時期清丈田畝。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劉銘傳治臺時期 

的按司道墾照 
62

劉銘傳與臺灣現代

化 
劉銘傳鼓勵人民墾殖，開發山林。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建宏

駐漢口英德法日 

各國領事宣布中 

立的布告 

83 各省迅起響應 
駐漢口英德法日各國領事宣布中立

的布告。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中華民國的第一張

文告：中華民國大 

總統孫文宣言書 

85
清帝退位與南北 

統一 

中華民國的第一張文告：中華民國 

大總統孫文宣言書。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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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孫大元帥特任蔣 

中正為陸軍軍官 

學校校長 

95
中國國民黨的北 

伐與統一 

孫大元帥特任蔣中正為陸軍軍官學

校校長。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袁世凱簽字蓋印 

的中日二十一條 

約批准書 

100
日侵山東與二十 

一條要求 

袁世凱簽字蓋印的中日二十一條約

批准書。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五四運動時期印 

發的特刊 
100

巴黎和會與五四 

運動 
五四運動時期印發的特刊。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五四運動時期的 

傳單 
101

巴黎和會與五四 

運動 
五四運動時期的傳單。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蔣委員長為新生 

活運動題字嘉勉 
116 社會風氣的轉移 蔣委員長為新生活運動題字嘉勉。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新港文書 22 新港文書 

荷人以羅馬字拼音拼寫原住民語言

所書的地契，一直沿用到清代嘉慶年

間，通稱「番仔契」，又稱「新港文

書」，圖為用漢文和新港文共同呈現

的契字，契上紅色的印，是土目和地

方官的印。 

史料介紹 三民

劉銘傳治台時期 

的土地丈單 
30 合法與非法的移民

此為福建臺灣巡撫劉銘傳土地清丈

後所給的憑證，所蓋的關防為「福建

臺灣布政使司關防」，丈單中載明土

地的座落、面積、等則、業主名，林

錦榮為霧峰林家頂厝的家號之一。 

史料介紹 三民

契約 31 移民帶來華南舊慣

此為典契，即向典主借款，並以土地

收成為典主的利息，到了時限還債，

則添典，直至典價與土地價格相等

時，便將土地所有權交給典主，成為

土地買賣的一種型式。在契尾處並載

明徵收 3%的稅銀。 

史料介紹 三民

安徽省桐城縣監軍

發朱浣曾納米執照 
58 太平軍起事 

毛邊紙墨刷，墨筆填寫。兩邊騎縫上

均蓋長方形朱印，印文不清。現藏安

徽省博物館。 

史料介紹 三民

駐漢各國領事宣布

中立之布告 
70 建立中華民國 駐漢各國領事宣布中立之布告。  課文輔助圖片 三民

劉永福告示 86 臺灣民主國 
劉永福在臺北淪陷後，貼出告示，要

全力守住臺中、臺南力圖恢復臺北。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三民

反共復國年代對 

大陸的文宣傳單 
177 中央政府播遷來臺 反共復國年代對大陸的文宣傳單。  課文輔助圖片 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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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戰後第一批地方 

民代當選證書 
181

縣市參議員參選 

爆炸 
戰後第一批地方民代當選證書。  課文輔助圖片 三民

中英南京條約 26
鴉片戰爭與南京 

條約 
中英南京條約。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孫中山在倫敦蒙難時

向康德黎求救的卡片 
94 革命的倡導 

孫中山在倫敦蒙難時向康德黎求 

救的卡片。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民報發刊詞 95 革命活動 
民報發刊詞，孫中山親撰，第一 

次揭櫫三民主義。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孫中山手書之同 

盟會綱領 
95 革命活動 孫中山手書之同盟會綱領。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孫中山就任臨時大 

總統時宣讀的誓詞 
100 臨時政府的建立 

孫中山就任臨時大總統時宣讀的 

誓詞。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孫中山特任蔣中 

正為陸軍軍官學 

校校長手令 

110
中國國民黨改組與

黃埔軍校的成立 

孫中山特任蔣中正為陸軍軍官學 

校校長手令。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中美平等新約 153 晉身世界四強 中美平等新約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馬戞爾尼的謝恩書 13
英人從外交上提 

出改善要求 

從文字表達中可看出英國的使者 

最後還是採取了讓步的方式。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康熙

南京條約文件 19 南京條約的簽訂 南京條約文件。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太平天國頒布的 

天朝田畝制度 
29 太平天國的動亂 太平天國頒布的天朝田畝制度。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同盟會時期黨員 

執照 
40

革命運動的開展 

與滿清的覆亡 
同盟會時期黨員執照。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鄭成功親書之五 

言絕句 
53

荷據、明鄭時期 

漢人的移墾 

鄭成功親書之五言絕句，內文為： 

「禮樂衣冠第，文章孔孟家，南山 

開壽域，東海釀流霞。」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租佃契約 65 社會階層 

此份為當時業主招請佃農前來開

墾，雙方訂定租佃生產交換關係 

的契約。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康熙

土著業主與漢佃 

的開墾契約 
65 社會階層 

此為土著業主與漢佃的開墾契約， 

具體表明「番為主，漢為佃」的租 

佃生產關係。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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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新港文書 69 原住民生活的變遷

荷人據臺時期，教原住民以羅馬字拼

記語言，世稱「新港文書」，為臺灣

原住民有文字之始。本契約為嘉慶三

年（西元 1798 年）新港社原住民所

立典園契約，約中新港文與漢文並

列，在荷人退出臺灣，新港文書仍然

流行，影響不可謂不大。 

史料介紹 康熙

大明慈悲國的檄文 89
從武裝抗日到政治

社會運動 

1915 年西來庵事件，余清芳號召建

立「大明慈悲國」的檄文。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川漢鐵路的股票 94 保路風潮的爆發 

清廷對鐵路國有政策的補償辦法是

湘鄂路股照發還，廣東路股發六成，

川漢股只換發股票。由於川路獨異，

損失最大，故爆發了激烈抗爭行動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康熙

孫中山先生就任臨 

時大總統時的誓詞 
96 中華民國的誕生 

孫中山先生就任臨時大總統時的 

誓詞。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袁世凱執行登基所 

應派的執事人員表 
98 洪憲稱制及其失敗

袁世凱執行登基所應派的執事人 

員表。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中國國民黨抗戰 

建國綱領 
131 抗戰時期的內政 

抗戰建國綱領是我國抗戰期間最高 

指導原則。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臺灣省實施戒嚴布告 156 戒嚴的實施與解除 臺灣省實施戒嚴布告。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二）教科書中「補充資料」的檔案運用 

 

現今審定版的高中歷史教科書與國中的歷史課本最大的不同之

處，就在於課本中大量的補充資料。透過這些大量補充的文字資料給

教師和學生參考，以補課文內容在教學上之不足。此一單元的檔案使

用，隨著編著者所賦予意義的不同，在各版本的引用資料的內容與數

量上也有了更大的出入。 

 

在數據統計上，除了正中版教科書並未有參考資料的單元部分，

其他五版本的教科書或多或少都有參考資料的部分，而數量上的歧異

甚大，補充資料最多的龍騰版教科書總共有 78則補充資料。其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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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一版教科書就只有 36則，數量還不到龍騰版的一半，最少的康熙

版甚至只有 10則補充資料，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檔案的使用上，以

建宏版的數量和比重都最高，其中總共補充了 18則檔案史料，使用

比重高達 66％。相關資料可見表 4-4。 
 

表 4-4 高中歷史教科書「補充資料」運用統計 
版本 龍騰 南一 建宏 三民 正中 康熙 

資料型式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檔案 8 10.26% 8 22.22% 18 66.67% 4 30.77% 0 -- -- 5 50%

文集 20 25.64% 5 13.89% 5 18.51% 7 53.85% 0 -- -- 3 30%

歷史論著 37 47.43% 21 58.33% 0 -- -- 1 7.69% 0 -- -- 0 -- -- 

其他史料 13 16.67% 2 5.56% 4 14.81% 1 7.69% 0 -- -- 2 20%

總計 78 100% 36 100% 27 100% 13 100% 0 100% 10 100%

 

在檔案史料的實際使用上，這五種版本教科書的檔案使用可以分

成兩類。其中一類是把這些「補充資料」純粹放上原文，做為參考之

用。南一、建宏和康熙三個版本的教科書都是屬於這方面的使用。另

一類則是在引用補充資料的同時，在資料旁提出問題，引導學生做出

史料分析與解讀的思考。三民和龍騰兩個版本的教科書的補充資料使

用都是出於這樣的引導目的。不過以數量上看來，三民版教科書的補

充資料還是屬於課文主體的輔助，而龍騰版教科書顯然就已經將參考

資料的編排視為歷史學習過程的重點了。由於此方面的檔案應用與本

研究的重點關連較深，茲舉部分實例說明之： 

 
【例一】 

檔案名稱 「禮部尚書馮琦奏書疏，明神宗實錄」 
出    處 龍騰，《歷史（下）》，第一課資料 1，頁 5。 

資料內容 

禮部尚書馮琦奏疏，明神宗實錄，萬曆三十一年四月丁酉條：自從礦使出

來以後，百姓的苦更甚於軍隊和戰禍。稅使出來以後，百姓的苦又比礦使

還深。我不敢說遠的例子，皇上可以派遺親信忠實的人，訪問都城內外，

民間、市井流行的歌謠，然後令屬下一一如實的上奏。人民是不是怨嘆，

到時候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問題討論 
馮琦為什麼要皇帝派親信到京城內外採集歌謠？把這段記載和課文內，李

自成起兵時，民間的歌謠放在一起，可以看出什麼消息？ 
設計重點 史料分析，思考本奏章背後所隱含的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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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二】 

檔案名稱 「雍正硃批諭旨」 
出處章節 龍騰，《歷史（下）》，第三課資料 3，頁 37 

資料內容 

‧ 「李枝英竟不是個人，大笑話！真笑話！有面傳口諭，朕笑得了不得，

真武天矣。」 
‧ 「豈有是理！朕心寒之極，未料王士俊如此待朕也。」「若不如是，李

紱、甘汝來頭莫望在頂上！」 
‧ 「汝猶靦顏陳奏，可謂無恥之極矣。」 
‧ 「朕實為汝愧之，代汝畏之，竟不知汝具何等面皮，何等心胸也，亦

可謂不世出之庸人矣！」 
‧ 「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不嘉稅者，除非獃皇帝也！」 
‧ 「真正累了你了，不但朕，怡親王都心疼你落眼淚。阿彌陀佛，好一

大險！」 

問題討論 
資料三，都是雍正在看了大臣的奏摺後，親自批的意見，從這些評語中，

你可以大致分析一下雍正對臣下的態度嗎？ 
設計重點 歷史想像，引領學生從資料中神入，想像歷史人物的性格。 

 
【例三】 

檔案名稱 「曾國藩「討粵匪檄」 
出處章節 龍騰，《歷史（下）》，第四課資料 5，頁 56。 

資料內容 

從唐虞三代以來，每個世代的聖人都扶持名教，敦敘人倫。君臣、父子、

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就好像帽子和鞋子不能倒過來穿戴一樣。粵匪偷竊

外夷的殘餘，崇拜天主教，從偽君偽相，下到兵卒賤役，都以兄弟相稱。

他們說只有天可以稱父，在這個之外，平常人的父親都是兄弟，平常人的

母親都是姊妹。士人不能口誦孔子之經，卻說另外還有所謂耶穌之說、新

約之書。把中國數千年禮義、人倫、詩書、典則一下子完全清除。這不單

單是我大清朝之變，而是天地開闢以來，名教之奇變。孔子、孟子因此痛

哭於九泉，凡是讀書識字的人，又怎麼能袖手旁觀，安坐在那裏而不有所

作為？ 

問題討論 

資料五，曾國藩在這篇有名的討伐太平天國的宣言裡，說孔子、孟子痛苦

於九泉之下，為什麼？是因為洪秀全在夢裡把孔子綑起來責罵、鞭打嗎？

還是因為其他原因？為什麼曾國藩和洪秀全會對孔子的態度有天壤之

別？請依據課文和這份資料，略加討論。 
設計重點 史料背景理解分析，並引伸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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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四】 

檔案名稱 陶澍「條陳緝捕豫皖等省胡匪徒摺子」及「清宣宗聖訓」 

出處章節 龍騰，《歷史（下）》，第四課資料 6、7，頁 59。 

資料內容 

陶澍，條陳緝捕豫皖等省紅胡匪徒摺子：安徵的潁、毫，河南的汝、

光一帶，照例「淮鹽」，現在每斤值四五十文不等。而長蘆私鹽，每斤價

格不到一半，所以居民都喜歡吃私鹽。兩地之間，有許多走私販和鹽梟，

紅鬍子則幫他們護送。每車私鹽收錢二百文，每天運送私鹽的車輛則不

下一百。 
 

清宣宗聖訓：匪徒買了鹽後，或用驢馱，或用軍運，每起數十人到

二三百人不等。他們明目張膽，每人帶著刀，晝夜南行，一點顧忌都沒

有。他們經過的州縣，又有本地的捻匪護送。每一個頭目率領同夥的土

匪多人，劃好地盤，沿途守候私鹽經過。曳刀手，捻匪和紅鬍子都由這

裡產生。 

問題討論 

鹽是每天都要吃的物品，政府為了稅收，禁止人民自由買賣，民眾為了

吃到價廉物美的鹽，而向走私販子購買，你覺得因此而觸犯法律合理嗎？

從資料六、七中，你可以看出走私活動的興盛嗎？這些走私的人，為什

麼敢如此明目張膽？ 

設計重點 
歷史思考，希望學生神入理解走私者的心態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並據之

加以討論。 

 
【例五】 

檔案名稱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 
出處章節 龍騰，《歷史（下）》，第十二課資料 1，頁 173。 

資料內容 

大明慈悲國奉旨本臺征伐天下大元帥余示諭三百萬民知悉。⋯聖神化

佛，下凡傳道，門徒萬千，變化無常。今年乙卯五月，倭賊到臺二十有

年已滿，氣數為終，天地不容，神人共怒。我朝大明，國運初興，本帥

奉天，舉義討賊，興兵罰罪。大會四海英雄，攻滅倭賊，安良鋤暴。解

萬民之倒懸，救群生之性命。天兵到處，望風歸順，倒戈投降。 

問題討論 
資料一是余清芳舉事時，所發布的告示，你認為其中有哪幾個主要的訴

求？ 
設計重點 史料內容解讀，讓學生分析史料中呈現人民心態。 

 
【例六】 

檔案名稱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 
出處章節 龍騰，《歷史（下）》，第十二課資料 5，頁 181。 

資料內容 

臺中地方還風傳一種無稽的謠言，說：「臺灣已有真命天子出現，這個未

來的皇帝是兩耳垂肩，兩手過膝的聖人。」又說：「中國有懂得隱身避彈

仙術的和尚和紅髯姑，將請他們來此傳授秘術，以便擊退日本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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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土地，值日使者持牒為吾傳奏玉皇上帝，言吾在此山設禮拜壇，虔誦

經咒，深求妙法，以為除暴，救民之計，功成之日，大大有賞，切切此

叩。 

問題討論 
你是否覺得似曾相識呢？你可否回想一下，在你讀過的課文中，有哪些

民眾動亂，有和此處類似的宗教色彩？ 
設計重點 史料內容的引伸、比較 

 
【例七】 

檔案名稱 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布告 
出處章節 三民，《歷史（下）》，第十四章第二節，頁 84。 

資料 

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台灣巡撫布政使唐為曉喻事：…臺民公議自立為民

主之國。⋯公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總統之印」，換用國旗藍地

黃虎，捧送前來。⋯惟是臺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兩百餘年，今需自

立為國，感念列聖舊恩，乃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異中

土，照常嚴備，不可稍涉疏虞。⋯特此曉喻全臺知之。 

問題 
有歷史學家說臺灣民主國是「斷不了奶的民主國」，能否從布告中看出端

倪。 
設計重點 史料解讀，針對布告隱含的思想做內容解讀 

 
【例八】 

檔案名稱 二二八相關史料（資料三，閩臺通訊社「臺灣政治現況報告書」） 

出處章節 三民，《歷史（下）》，第十八章第一節，頁 171 

資料 

資料一：「天上來，地下來，老百姓活不來。」、「盼中央，望中央，中央

來了更遭殃。」（鄭東華，「臺灣問題—回顧與前瞻」） 
資料二：「轟炸驚天動地，光復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

人民呼天換地。（蔣順興，「臺灣二二八起義」） 
資料三：「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稱獨立自主。

伸手要金，縮手要銀，與民爭利，唯利是圖，也說為民服務。」

（閩臺通訊社「臺灣政治現況報告書」） 
問題 能否從上述三則資料中歸納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一些原因。 

設計重點 史料解讀與想像，針對上述的資料內容做歸納衍申。  

 

從上面的實例觀之，龍騰版教科書的檔案，所有內容均譯為白話

文，顯示其側重的是學生對檔案內容的理解、分析乃至衍申想像，並

不拘泥於檔案內容的原文；而三民版教科書呈現的資料是以檔案原文

為主，其問題引導重點較側重於學生對於該檔案資料的內容解讀，兩

者著重的面像各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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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看來，補充資料的內容並非問題引導的全部重點，問題引導

的核心常常是該檔案所隱含呈現出的時空背景。而所使用的問題取向

大致可以分為「史料內容解讀」、「史料背景分析」、「史料引伸想像」

三種方式。除了單純的問題引導學生思考，部分問題的設計是希望教

師在課堂上帶領學生集體討論。可見課堂討論實為檔案運用最常見的

實踐方法。 

 
表 4-5 高中歷史教科書中「補充資料」的檔案運用 

資料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教科書補充內容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禮部尚書馮琦奏書

疏，明神宗實錄 
5 城市民變 

【設計問題】 

思考馮琦奏書與明末民變之關係 
史料背景分析 龍騰

雍正硃批諭旨 37
最後一輪的太平 

盛世 

【設計問題】 

從雍正硃批諭旨看雍正性格 

以史料為根據

進行歷史想像
龍騰

白蓮教教徒口供《 

清中期五省白蓮教 

起義資料》 

47 白蓮教之亂 
【設計問題】 

從供語詞看看白蓮教教義 
史料內容解讀 龍騰

曾國藩「討粵匪檄」 56
上帝的中國之子─

洪秀全與太平天國

【設計問題】 

曾國藩討洪秀全之理由 
史料背景分析 龍騰

陶澍「條陳緝捕豫皖 

等省胡匪徒摺子」 
59 捻亂 

【設計問題】 

從史料描述鹽走私與捻亂關係 
史料背景分析 龍騰

清宣宗聖訓語譯 59 捻亂 
【設計問題】 

從史料描述鹽走私與捻亂關係 
史料背景分析 龍騰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 

全檔 
173 武裝抗日 

【設計問題】 

從告示中分析起事之事由 
史料內容解讀 龍騰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 

全檔 
181 武裝抗日 

【設計問題】 

與其他有宗教色彩的民變聯想 
史料聯想 龍騰

清高宗聖訓 14 中英關係走向惡化 無 參考資料 南一

林則徐「錢票無甚 

關礙宜重禁吃煙以 

杜弊源」 

16 禁煙的爭議 無 參考資料 南一

劉壯肅公奏議 32 土地所有權的建立 劉銘認為台灣田賦收入偏低的原因 參考資料 南一

楊秀清、蕭朝貴「 

奉天討胡檄」 
60 太平天國的興起 無 參考資料 南一

曾國藩「討粵匪檄」 61 湘軍的成立 無 參考資料 南一

蔣中正「國民革命軍 

總司令就職宣言」 
113 北伐與統一 無 參考資料 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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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教科書補充內容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蔣中正「對外關係 

之報告」 
140 抗日戰爭爆發 無 參考資料 南一

開羅會議宣言 143
國際形勢的轉變 

與中國新地位 
無 參考資料 南一

嘉慶皇帝敕諭 9 
天朝迷夢—中英 

交涉及其衝突 
無 參考資料 建宏

靖海侯施琅上「臺 

灣棄留疏」 
24

清領初期的治台 

政策 
無 參考資料 建宏

臺民布告中外檄 68
臺灣民主國的抗 

日運動 
台灣民主國的立宣言（檄文） 參考資料 建宏

孫大總統致電袁世凱 86 臨時政府北遷 
孫大總統致電袁世凱，表示暫時 

承乏，而虛位以待 
參考資料 建宏

孫大總統向臨時參 

議院薦袁自代咨文 
87 臨時政府北遷 

孫大總統向臨時參議院薦袁自代 

咨文，其天下為公，推賢讓的胸 

襟，躍然紙上 

參考資料 建宏

袁世凱致電南京臨 

時政府 
87 臨時政府北遷 

民國元年 2月 11日，清帝退位前 

一日，袁世凱向南京臨時政府宣布 

，贊成共和電文 

參考資料 建宏

孫中山致宋教仁的 

輓聯 
89

政潮黨爭與二次 

革命 
無 參考資料 建宏

孫中山致電西南各 

省當局 
92

從府院之爭到南 

北分裂 

經參戰案與督軍團叛變的紛擾後， 

孫中山致電西南各省當局，促請出 

師討逆，已充分表現出護法的精神 

參考資料 建宏

五四學生「北京學 

界全體宣言」傳單 
102

華盛頓會議與中 

國問題的處置 
無 參考資料 建宏

杜威寫給女兒的信 102
華盛頓會議與中 

國問題的處置 

民國 8 年來到中國講學的美國學 

者杜威，他在這年 6月 20日寫給 

女兒的信中，非常肯定五四學生的 

愛國運動 

參考資料 建宏

本莊繁致函日本陸軍 

大臣南次郎 
126 日本的蓄意侵略 

民國 20 年 8月 3日，本莊繁致函 

日本陸軍大臣南次郎，已露骨表現 

了侵佔滿蒙的企圖 

參考資料 建宏

孫越聯合宣言 135
中共成立與國民 

黨的聯俄容共 

民國 12 年孫中山先生與俄國代越 

飛發表的聯合宣言，是孫中山先生 

聯俄容共的基本精神 

參考資料 建宏

中共「抗日大學」 

的講稿 
138

抗戰時期由合作 

到衝突的國共關係
明白表示中共參加抗戰的策略 參考資料 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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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教科書補充內容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毛澤東對新四軍所 

下達的指示 
138

抗戰時期由合作 

到衝突的國共關係

民國 29 年 10月，毛澤東對新四軍所

下達的指示 
參考資料 建宏

人民日報社論 147
文化大革命的全 

面發動 

民國 55 年 6月 1日人民日報社論 

刊載橫掃一切牛鬼蛇神一文，闡 

述「破四舊」、「立四新」的內容 

參考資料 建宏

清華附中大字報「 

無產階級的革命造 

反精神萬歲」 

147
文化大革命的全 

面發動 

民國 55 年（1966）6月 24日清華 

附中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 

精神萬歲」 

參考資料 建宏

鄧小平在中共十 

二屆全代會 
149

改革開放與社會 

主義現代化的摸索

民國 71 年（1982），鄧小平在中共 

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中，闡述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路 

參考資料 建宏

蔣總統在中國國民黨 

第七次全代會致詞 
156

國民黨與政府的 

改造 

民國 41 年，蔣總統在中國國民黨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致詞，要求 

黨員同志發憤自強，立志雪恥 

參考資料 建宏

太平天國十款天條 59 內部動亂 
【設計問題】 

十款天條的內容來源 

史料解讀及比

較 
三民

曾國藩「討粵匪檄」 59 內部動亂 
【設計問題】 

何以曾國藩極力反對太平天國 

史料解讀及比

較 
三民

臺灣民主國總統唐 

景崧布告 
84

乙末割台及台民 

抵抗  

【設計問題】 

從布告中瞭解歷史學者說法的理由 
史料解讀分析 三民

閩臺通訊社「臺灣 

政治現況報告書」 
171

臺灣光復與政府 

遷台 

【設計問題】 

歸納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  
史料解讀分析 三民

乾隆給馬戞爾尼的 

敕諭 
12

西方海權與中外 

貿易 
無 參考資料 康熙

嘉慶給英王的敕諭 13
西方海權與中外 

貿易 
無 參考資料 康熙

施琅的奏摺 62
荷西、明鄭、清 

代的治台 
無 參考資料 康熙

沈葆楨的奏摺 75 建省與重要建設 無 參考資料 康熙

戶部主事葉題雁的 

呈文 
83

甲午戰爭與乙末 

割台 
無 參考資料 康熙

 
 
 
 
 



檔案在高中台灣史教學運用之研究 

 - 64 -

（三）高中歷史教科書中「作業」的檔案運用 

 

高中歷史教科書中「作業」的部分，指的是的問題與討論與課後

活動，如上述的表 4-1整理，除了龍騰版在各課之後設計有作業外，

其他版本教科書在各節之後都有問題與討論，南一、三民與正中三版

並在各章後設計課後活動。這些「作業」的種類相當繁雜，數量也不

少，不過在史料運用的比重相對來講比較沒有那麼重要。檔案的使用

更是鳳毛麟角，扣除一件龍騰作業中所使用的檔案，只有建宏與正中

兩版本在作業中使用到檔案。不過他的問題設計也並未超出之前所探

討之「補充資料」的檔案運用。想來應當只是略補這兩版本中補充資

料中問題設計的不足。「作業」運用的資料統計參見表 4-6。 
 

表 4-6高中歷史教科書「作業」運用資料統計 
版本 龍騰 南一 建宏 三民 正中 康熙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比例

檔案 2 12.5% 0 5 35.71% 0 4 80% 0 

文集 0  0 6 42.86% 0 1 20% 2 66.67%

歷史論著 8 50% 0 1 7.14% 0 0  0 

其他史料 6 37.5% 0 2 14.28% 0 0  1 33.33%

總計 16 100% 0 14 100% 0 5 100% 3 100%

 

除了前面所提及的「史料背景分析」以及「史料內容解讀」兩種

運用檔案的目的外，由於作業於課文之外自成單元，因此在設計上針

對單一事件，往往可以運用「史料比較」的方法，讓學生閱讀兩份不

同觀點的史料作出思考判斷，也頗能教導學生歷史的多面性。除此之

外，在建宏版第十一章第二節的問題與討論中引用「清高宗致英使馬

戛爾尼敕諭」，將古代的觀點與現代的時空作對照。這也是作業之中

值得注意的檔案運用方法。相關內容可參見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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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高中歷史教科書中「作業」的檔案運用 

資料名稱 頁次 教科書補充內容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乾隆皇帝致英王敕諭、馬戞爾

尼「乾隆英使覲見記語譯」 
64

從兩分史料分析，不同立

場的看法 
史料分析比較 龍騰

清高宗致英使馬戛爾尼敕諭 11
探討清朝對外貿易的心態

，並與現代觀念比較。 
史料解讀 
史料分析 

建宏

台灣外紀 25 針對檔案中名詞提問 史料內容解讀 建宏

洪秀全「原道醒世訓」 49 探討檔案中的太平軍理念 史料背景分析 建宏

曾國藩「討粵匪檄」 49
對照中國傳統與太平軍的

衝突 
史料背景分析 建宏

李鴻章「籌議製造輪船未可 

裁撤摺」 
55 表現自強運動的重心 史料分析 建宏

日外相陸奧宗光「關於臺灣 

島嶼鎮撫策」 
79 對內容作解讀 史料解讀 建宏

余清芳抗日及議會設置請 

願運動 
79 針對提問回答 史料分析比較 建宏

太平軍「奉天討胡檄文」 42 兩份史料觀點比較 史料分析比較 正中

曾國藩「討洪檄文」 42 兩份史料觀點比較 史料分析比較 正中

香港興中會宣言 103 針對內容解讀 史料內容解讀 正中

行政院版「二二八紀念碑 

碑文」 
177 閱讀史料，進行討論 史料背景分析 正中

 

綜合之前整理，高中歷史教科書的檔案使用在「圖片」、「補充資

料」以及「作業」等單元各有不同運用呈現，其呈現的方式大致可以

分成被動輔助課文教學以及主動幫助學生學習兩方面。 

 

輔助課文教學的部分方法有三：把檔案做為圖片進行課文教學輔

助；說明檔案本身的歷史價值來做教材補充以及單純呈現檔案的原文

當作參考。主動幫助教學的層面上，大體是在檔案原文之後，藉著問

題與活動的設計，引導學生學習思考。而面對現今學生閱讀古文能力

的低落，也有教科書進一步採用了將古文改寫成白話文的呈現方式。

顯見相較於檔案本身文字的解讀，更重於檔案內容價值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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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與問題的設計，可將其歸結為以下幾種類型： 

 

1. 針對檔案的內容的單一名詞解讀設計問題。 

2. 鼓勵學生在閱讀檔案後，解讀出檔案內容的重點。 

3. 此學生延伸思考檔案產生的背景，並對照檔案內容加以分析。 
4. 純粹的從檔案中讓學生想像古代歷史人物的心態。 

5. 呈現不同觀點的檔案或文件，讓學生思考並解釋其出現差異的理

由。 

6. 將過去檔案中體現的觀念，與現今普遍社會的觀點加以比較。讓

學生對照古今價值觀的不同。 

 

以上探討這幾點與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中所探討英國在歷史科

教學中，運用史料內容的方式相當符合，本研究在實際設計檔案運用

的教案或問題，即大致以上述的形式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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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今台灣史教學重點分析 

 

在進行教材中的檔案運用分析後，本節針對研究主軸的台灣史聚

焦，同樣以現今國高中的歷史教科書為素材加上未來編輯教科書所依

據的高中歷史科教學綱要草案，來分析高中歷史課本中有關台灣史的

內容。藉以從中整理出台灣史在現今高中歷史教學的重點。 

 

一、認識臺灣（歷史篇）的台灣史內容 

 

如前所述，認識台灣（歷史篇）為現今國中社會科教材之一，依

據民國 83 年教育部修訂之「國民中學認識台灣（歷史篇）課程標準」

編輯而成，全書一冊，分十一章，共二十六節。由於其編纂與「國民

中學認識台灣（歷史篇）課程標準」中的「教材大綱」息息相關，因

此將二者章節內容共同比較於表 4-8，以供參考。 
 

表 4-8 認識臺灣（歷史篇）教材大綱與教科書章節目次比較表 
教材大綱 課本內容 

章 節  章 節  
壹 導論 一 導論 

貳 考古遺址與原住民的部落社會 二 史前時代 
 一 考古遺址  一 文化演進 
 二 原住民的部落社會  二 原住民社會 

參 國際競逐時期（荷蘭、西班牙） 三 國際競爭時期 
    一 漢人與日本人的活動 
    二 荷蘭人與西班牙人的統治 

肆 鄭氏治臺時期（或明鄭時期） 四 鄭氏治臺時期 
 一 政治建置與文教發展  一 政治與文教 
 二 屯墾與貿易  二 墾殖與貿易 

伍 清領時代前期 五 清領時代前期 
 一 治臺政策  一 政治演變 
 二 農墾與商業  二 經濟活動 
 三 漢人社會的建立與發展  三 社會與文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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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大綱 課本內容 

章 節  章 節  
陸 清領時代後期 六 清領時代後期 
 一 開港與國際貿易  一 開港與國際貿易 
 二 日軍侵台與治臺政策的轉變  二 日軍侵台與治臺政策的轉變 
 三 近代化的經營  三 建省後的積極建設 
 四 反割臺與「臺灣民主國」    

柒 日本殖民統治 七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政治與經

濟 
 一 統治政策及其演變  一 臺灣民主國與武裝抗日 
 二 殖民經濟的發展  二 政治與社會控制 
 三 差別待遇的新式教育  三 殖民經濟的發展 
 四 抗日及政治文化運動 八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學

術與社會 
    一 教育與學術發展 
    二 社會變遷 
    三 社會運動 

捌 中華民國在臺灣 九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變遷 
 一 戰後初期的臺灣的政局  一 初期的政治 
 二 戒嚴體制下的政經與社會  二 中央政府遷台後的政治發展 
 三 解嚴後多元社會的發展  三 外交與兩岸關係 
 四 中共威脅下的國防與外交 十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經濟、文教

與社會 
    一 經濟發展 
    二 教育與文化 
    三 社會變遷 

玖 未來展望 十一 未來展望 

 

在認識台灣歷史篇的教材大綱中，把全書章節要點分成九個部

分，扣除引言的「導論」和結尾的「未來展望」，大致把台灣史的內

容依時期區分，分成「史前時期」、「國際競逐時期」、「鄭氏治台時期」、

「清領時期」、「日本殖民時期」以及「中華民國在台灣」六個歷史分

期，其中對「清領時期」內容著墨較多，將其再分為前後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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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教科書的正式編輯中，除了「清領時期」外，關於「日據

時期」與「中華民國在臺灣」兩個較近的歷史分期也同樣以兩章的篇

幅書寫，而除了政治發展以外，將經濟、社會、教育等議題自成章節，

也顯見在近代歷史中對這些相關議題的重視。 

 

由認識臺灣（歷史篇）觀之，在台灣史的歷史分期上，「清領時

期」、「日據時期」以及「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屬於較受重視的時期，

此重點也頗為符合所謂「略古詳今」的歷史原則。 

 

二、高中歷史教科書的台灣史內容 

 

現今高中歷史教科書的編輯，是採用各出版社編輯，而國立編譯

館審定的制度。而教科書編輯的主要依據，就是民國 84 年 10 月教
育部所修正公佈的「高級中學歷史課程標準」。不論教科書的版本為

何，在章節的安排多半都是依循課程標準中的教材綱要所制訂的。 
 
民國 84 年「高級中學歷史課程標準」中的教材綱要，將本國歷

史列出十九項要點，要點下再加以提示重點。在課程標準中，對教科

書的編輯要求並未強烈要求教科書的章節編排，不過還是在很大的層

面影響到教科書的章節編纂。除了龍騰版教科書自行以「課」為單位

設計結構外，其他五個版本的教科書大體都是依循教材綱要中的結

構，以章節安排課文架構。除了康熙版與建宏版教科書自行增加了第

二十章的兩岸關係發展外，其他的教科書雖然在各章節名稱略做改

動，但架構其實都與教材綱要中十九章五十節的架構完全相同。 
 
如果以章節模式來看待，台灣史的課程在教材綱要的結構下，共

有四章：拾貳章的「台灣的開發與經營」、拾肆章的「台灣建省與乙

末割讓」、拾捌章的「台灣經驗的建立」以及拾玖章「台灣文化的變

遷」。各版本教科書中，康熙及正中兩版本將十二、十三章對調，不

過章節標題大致雷同。龍騰版則在下冊規劃的十四課課程中規劃有五

課台灣史的課程。茲將各版本教科書台灣史課程章節列表如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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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高中歷史教科書的台灣史課程 

教材 

大綱 

拾貳、 
台灣的開發與經營 
一、移墾與開發 
二、政治演變 
三、社會生活 

拾肆、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
一、建省前後的建設 
一、 乙末割台與台民抵抗 
二、 對日本統治的抗拒與 

調適 

拾捌、 
「台灣經驗」的建立 
一、 台灣光復與政府遷台 
二、 民主政治的發展 
三、 經濟的成就 

拾玖、 
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 
一、 教育的推廣 
二、 社會的轉變 
三、 文化的演進 
四、 未來的展望 

 

南一 

十二章、 
台灣的開發與經營 
第一節、政治演變 
第二節、移墾與開發 
第三節、社會生活 

十四章、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第一節、建省前後的建設 
第二節、乙末割台與台民 

抵抗 
第三節、對日本統治的抗 

拒與調適 

十八章、 
「台灣經驗」的建立

第一節、台灣光復與政府 
遷台 

第二節、民主憲政的發展 
第三節、戰後台灣經濟的 

發展 

十九章、 
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 
第一節、教育的推展 
第二節、社會的轉變 
第三節、文化的演進 
第四節、未來的展望 

 

建宏 

十二章、 
台灣的開發與經營 
第一節、移墾與開發 
第二節、政治演變 
第三節、社會生活 

十四章、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第一節、建省前後的建設 
第二節、乙末割台與台民 

抵抗 
第三節、對日本統治的抗 

拒與調適 

十八章、 
「台灣經驗」的建立

第一節、台灣光復與政府 
遷台 

第二節、民主憲政的成就 
第三節、經濟的成就 

十九章、 
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 
第一節、教育的推展 
第二節、社會的轉變 
第三節、文化的演進 

 

二十章、 
未來展望—檢
討過去，策勵將

來 

三民 

拾貳、 

台灣的開發與經營 
第一節 、移墾與開發 
第二節 、政治及社會的演

變 
第三節、社會生活 

拾肆、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第一節、建省前後的建設 
第二節、乙末割台與台民 

抵抗 
第三節、對日本統治的抗拒

與調適 

拾捌、 

「台灣經驗」的建立

第一節、台灣光復與政府 
遷台 

第二節、民主憲政的發展 
第三節、經濟的成就 

拾玖、 

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 
第一節、教育的推展 
第二節、社會的轉變 
第三節、文化的演進 
第四節、未來的展望 

 

正中 

第 13章、 
台灣的開發與經營 
第一節、台灣的移墾與開發 
第二節、政治的演變 
第三節、社會生活 

第 14章、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第一節、 台灣建省及其建

設 
第二節、 乙末割台與台 

民的抗日活動 
第三節、日本的殖民統治 

第 18章、 
「台灣經驗」的建立

第一節、台灣光復與政府遷

台 
第二節、民主憲政的發展 
第三節、經濟成就 

第 19章、 
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

與及未來的展望 
第一節、 教育與文化的 

變革 
第二節、社會的轉變 
第三節、未來的展望 

 

康熙 

第 13章、 
台灣的開發與經營 
第 1節、史前文化及原住民 
第 2節、漢人的移墾與開發 
第 3節、荷西、明鄭、清代 

的治台 
第 4節、移墾社會的生活 

第 14章、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第 1節、建省與重要建設 
第 2節、甲午戰爭與乙末 

割讓 
第 3節、日本的殖民統治 

第 18章、 
「台灣經驗」的建立

第1節、 台灣光復與政府 
遷台 

第 2節、民主憲政的發展 
第 3節、經濟的發展 

第 19章、 
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 
第 1節、教育的普及 
第 2節、社會的轉變 
第 3節、文化的演進 

第 20章、 
兩岸關係的發

展 

龍騰 

第二課、 
婆娑之洋美麗之島 
一、 蠻荒初開 

二、 原住民 

三、 安平追想 

四、 鄭成功與海上貿易 

第六課、 
台灣開發與經營 
一、 政治演變 
二、 移民者的天堂 
三、 勸君切莫過臺灣 
四、 漢人與原住民的關係

五、 現代化與劉銘傳 

第十二課、 
日據臺灣 
一、 武裝抗日 
二、 現代化的歷程 
三、 殖民統治 
四、 民主與啟蒙 

第十三課、 
國民黨治台 
一、 二二八事件 
二、 土地改革 
三、 經濟發展 
四、 威權統治 

第十四課、 
台灣經驗 
一、 民主政治 
二、 台灣錢淹腳目

三、 宗教新樂園 
四、 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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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版本教科書台灣史的內容安排，除龍騰版把日據時期與清

領時期做出區分外，大致依循著教綱安排，把鄭氏治台時期以前劃為

一章，清領時期與日據時期劃為一章，而國民政府政府遷台後近五十

年的歷史則用兩章的篇幅來說明。以課文比重來看，遷台後的比重約

佔了 40-50％，確實有偏重於近五十年歷史之感。不過這種差異可能

是和整本課本中台灣史的部分較少，而必須把各時期合併簡論所致。

大體來講「略古詳今」的原則還是不變的。 
 

從各章節的實際內容來看，大致可做出以下的歸納。明鄭以前的

歷史，教學重點主要有側重在政治與社會兩點，而清領時期和日據時

期，教學主軸則放在政治面上的主題加以探討，到了台灣光復後，由

於時代較近，篇幅較多，除了政治統治外，經濟、教育、社會、文化

等諸多面向也都有所提及，這種安排大致可以反應出各時期的重點所

在，不過因為篇幅不等而必須有所剪裁的編輯情形，可能也是我們在

選取台灣史重要主題時所必須留意的。 
 

表 4-10 高中歷史教科書台灣史各時期比重 

教科書版本 南一 建宏 三民 康熙 正中 龍騰 

目次 第 12章 第 12章 第 12章 第 13章 第 13章 第 2課 
頁數 30 22 34 30 22 14 

明鄭 

以前 
比重 28.57% 24.44% 30.09% 32.25% 25.88% 21.21%

章節 第 14章 第 14章 第 14章 第 14章 第 14章 第 6課 

頁數 26 24 28 20 18 12 
清領時期 

＆ 

日據時期 比重 24.76% 26.67% 24.78% 21.51% 21.18% 18.18%

章節 第 18章 第 18章 第 18章 第 18章 第 18章 第 12課
頁數 22 20 28 18 24 14 

比重 20.95% 22.22% 24.78% 19.35% 28.24% 21.21%
章節 第 19章 第 19章 第 19章 第 19章 第 19章 第 13課
頁數 27 20 23 18 21 12 
比重 25.71% 22.22% 20.35% 19.35% 24.71% 18.18%
章節  第 20章  第 20章  第 14課
頁數  4  7  14 

國民政府

遷台後 

比重  4.44%  7.53%  21.21%

台灣史課文總頁數 105 90 113 93 8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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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今高中歷史課程綱要草案的台灣史內容 

 

在民國 92 年 7月提出的「普通高級中學歷史科課程綱要草案」

中教材綱要，將教學綱要的內容重新做了調整，原來散見於各章中的

台灣史部分被獨立出來，自成一冊。而這一冊的教材綱要，依照台灣

史分期區分為「史前時期與土著文化」、「荷、西時代與鄭氏王朝」、「清

朝的長期統治」、「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戰後的台灣與世界」五個單

元，各單元下細分主題，在主題後有該主題的重點提示，總計 5單元
17主題。這些主題可參見表 4-11。 

 
表 4-11  高中歷史第一冊教材綱要草案（台灣史） 

單元次 單元名稱 主題 重點 說明 

1. 考古發掘與史前文化 

‧ 臺灣考古與史前文化

的研究 
‧ 考古發掘所見的史前

文化 
一 

史前時期與

土著文化 

2. 臺灣土著民族(原住民)
的社會和文化 

‧ 臺灣土著居民(原住
民)的早期記錄 

‧ 臺灣土著(原住民)文
化的特徵 

見附錄

1. 荷、西時代 
‧  歐洲人的東來與臺灣

的「發現」 
‧ 荷、西時期的臺灣 

二 
荷、西時代與

鄭氏王朝 

2. 鄭氏(明鄭)政權 
‧ 明末、南明與鄭成功 
‧ 臺灣的鄭氏(明鄭) 
政權 

見附錄

1. 漢人社會的確立 
‧ 滿清治臺的政策 
‧ 政治制度的變遷 

2. 農商業的發展 
‧ 農業與拓墾 
‧ 貿易與商業 

3. 社會狀況與社會問題 
‧ 人群之組成 
‧ 社會流動性 

4. 文教發展 
‧  士紳文化 
‧ 生活禮俗 

三 
清朝的長期

統治 

5. 外力衝擊與近代化 
‧ 涉外事件與臺灣地位

的上升 
‧ 清末近代化的努力 

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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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次 單元名稱 主題 重點 說明 

1. 統治政策與臺民反應 
‧ 領臺經過與統治方針 
‧ 臺地居民對日本統治

的反抗 

2. 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 
‧ 基礎建設 
‧ 經濟發展 

3. 社會與文化的變遷 
‧ 作為殖民地社會 
‧ 文學藝術的發展 

四 
日本殖民統

治時期 

4. 戰爭期的臺灣社會 
‧ 皇民化運動等措施 
‧ 太平洋戰爭與戰時 
體制 

見附錄

1. 政治：從戒嚴到解嚴 
‧ 民主政治的道路 
‧ 國際局勢與兩岸關係 

2. 經濟：成長與挑戰 
‧ 經濟成長的波動 
‧ 國際經濟的挑戰 

3. 社會：變遷與多元 
‧ 社會變遷 
‧ 生活型態的改變 

五 
戰後的臺灣

與世界 

4. 世界體系中的臺灣 
‧ 文化的發展 
‧ 網路世界與地球村 

見附錄

 

在現今教材綱要草案的單元和主題中，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和 84
年的歷史課程教綱相比，台灣早期歷史的篇幅大量增加。而在各節重

點以及教綱附錄的說明中，社會文化史內容的增加，清晰可見。以下

就教綱附錄各節主題內容的說明作一分析整理於表 4-12。 
 

表 4-12  教綱台灣史章節主題說明分析 

單元 單元名稱  主題  內容說明 類型 

1. 考古發掘與史前文化

本節敘述臺灣的史前歷史。由於對這些

方面的理解是透過考古工作與學術研

究所重建的認知，未必充分反映史前概

貌，因此敘述的重點應強調「考古發掘」

的成果。 

文化 

一 
史前時期與土

著文化 

2. 臺灣土著民族 (原住
民)的社會和文化 

本節注重引導學生認識臺灣土著民族

(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特徵，重點放在

早期的歷史；至於後期發展，可溶入相

關各章節敘述。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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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單元名稱  主題  內容說明 類型 

1. 荷、西時代 

本節講述臺灣地理位置的特色、十六世

紀中葉以後東亞情勢的變化，以及臺灣

被導入「世界體系」的過程，進而敘述

荷、西時期的臺灣史。 

政治 

二 
荷、西時代與

鄭氏王朝 

2. 鄭氏(明鄭)政權 
本節講述明末及南明時局的變化、鄭芝

龍、鄭成功父子的事業、臺灣在鄭氏(明

鄭)政權下的史事。 

政治 

1. 漢人社會的確立 本節敘述清代治臺的政策與措施。 政治 

2. 農商業的發展 本節講述清朝統治時期的經濟活動及 

其變遷。 
經濟 

3. 社會狀況與社會問題

本節講述族群、身分、財富的分別，以 

及不同人群間的互動：合作與衝突。內 

容可涵括土著、閩、客關係以及性別、 

人口問題；統治者與被治者、官員士紳 

與庶民、富人與貧民之間的社會等差。 

社會 

4. 文教發展 
本節討論士紳與庶民的文化活動與生 

活內涵。 
文化 

三 
清朝的長期

統治 

5. 外力衝擊與近代化 
本節講述十九世紀後期臺灣遭到的衝 

擊與清廷的因應之道。 
政治 

1. 統治政策與臺民反應
本節講述日本領有臺灣的過程、統治方 

針的改變以及臺灣居民的反應。 
政治 

2. 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
本節講述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基礎建設 

和經濟發展。 
經濟 

3. 社會與文化的變遷 本節講述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社會狀 

況、傳統文化的延續與新文化的發展。 

社會 

＆ 

文化 四 
日本殖民 

統治時期 

4. 戰爭期的臺灣社會 

本節敘述日本帝國在東亞的發展，重大 

事件包括從「九一八事變」(1931)、「蘆 

溝橋事變」(1937)與「太平洋戰爭」的 

爆發(1941)，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

了；內容則著重臺灣社會在此時期所遭 

受的衝擊與反應。 

政治 

＆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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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單元名稱  主題  內容說明 類型 

1. 政治：從戒嚴到解嚴
本節簡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來臺

灣的政治史。內容以內政、外交及兩岸 

關係為重心。應帶有前瞻性的探索。 

政治 

2. 經濟：成長與挑戰 

本節敘述六十年間的經濟發展與來自

內、外因素的挑戰。重點包括政府的政 

策與民間的成就；應突顯臺灣經濟的特 

色。 

經濟 

3. 社會：變遷與多元 
本節講述政治理念、工業化、都市化、 

所得變化、人口與家庭結構等重大現象 

對社會和生活型態的影響。 

社會 

五 
戰後的臺灣

與世界 

4. 世界體系中的臺灣 
本節簡單回顧近四百年間臺灣文化的

變遷，特重戰後的文學與藝術發展，也 

宜兼述各年代的流行文化。 

文化 

 

從上表觀之，在總共 17節的重點中，與政治相關的章節還是最
多，有 7節。文化相關的有 5節，社會相關的有 4節，經濟相關的有
3節。和之前以政治史為主的課本內容相比，政治史比重大幅降低，

甚至不到一半。顯見文化、社會等歷史面向的抬頭，實為高中歷史教

育多元發展的新趨勢。 
 





第四章  歷史教材的內容分析 

 - 77 -

第三節  主題檔案資源分析 

 

在第二章第五節中分析了我國台灣史檔案的典藏與出版現況，第

四章第一節中，則對檔案在教學上的實際運用模式作了分析，而在上

一節中，也對教科書中台灣史主要的主題面向做了介紹。本節便針對

以上的章節，將其分析結果加以結合，從中選擇可供教案設計時使用

的主題與檔案。 

 

台灣現藏關於荷西時期的檔案，最重要的當然是「東印度公司檔

案」，該檔案反映了荷蘭東印度公司經營台灣的主要歷史，與教材綱

要中的「荷西時代」關連頗深，不過由於並非中文，在閱讀上頗難符

合第四章第二節中內容大於原件的使用意涵，因此在教學上使用多有

不變。不過該時期傳承下來的新港文書倒是被廣泛的作為插圖使用在

現行教科書中，其反映出台灣早期重要的文化演變，在檔案價值及歷

史文化上都有不凡的意義。 

 

清代領台由於是正式的官方統治，因此所留存下的檔案極多，「內

閣大庫檔」、「宮中檔」、「史館檔」、「軍機處檔」以及「清末外交檔」

分別典藏於史語所、故宮以及近史所檔案館三地。對該時期的台灣史

教學幫助頗大。 

 

內閣大庫檔中有關台灣的資料雖然散布在各個朝代，尋找使用不

易，不過史語所整理出版「明清史料」的丁、戊、己三編中，也整理

出許多關於台灣的史料。其中對鄭氏時期以及朱一貴、林爽文等抗清

事件的史料甚多，可作為教綱中「鄭氏政權」以及「漢人社會確立」

等章節的參考。 

 

在故宮現藏的宮中檔、史館檔以及軍機處檔中，宮中檔在各治台

官員的奏摺中，涉及台灣事務的奏摺相當多，內容涵蓋了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如清廷的治台政策、地方官的經營台灣、撫綏

原住民、土地開發、農業生產、雨水糧價、分類械鬥、秘密會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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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案件以及中外交涉等資料。
7
可以說涵蓋了清朝治台時期的所有面

向。教綱中清代時期的各章節都可以從中找到相關的檔案資料。值得

一提的是，其中台灣特產的進貢，在教學上也頗具有輔助的趣味性。 

 

在宮中檔之外，軍機處檔和宮中檔一樣，關於台灣的史料涵蓋面

廣，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關於民變事件的檔案，可藉此對於

當時的社會情況可多作分析。在「社會狀況與社會問題」一節中使用。

史館檔雖然也有相當大量的台灣資料，但由於可能數據面的資料較

多，因此在高中歷史運用檔案教學上較不建議使用。 

 

而現今近史所檔案館所藏的「清末外交檔」中，在教學上最具參

考價值的當屬關於清末台灣割日的相關史料，這段台灣史中相當重要

的一幕，在檔案中有為數不少的資料。內容包含甲午戰後的媾和、割

讓台灣的經過、台灣民主國的成立、抗拒日軍與劉永福內渡等資料。

這些資料被整理為「清季中日韓關係史料」而出版。在清代末期與日

據初期的歷史交接點中，頗具參考意義。 

 

清代關於台灣的地方檔案中，以淡新檔案和劉銘傳撫台檔案最為

知名。淡新檔案屬於清領時期淡水、新竹等地官吏判例的呈現，對當

時行政、農商及社會狀況的實況呈現頗具價值，不過由於內容單純，

深入不易，可能作為趣味性的參考資料會較為適宜。劉銘傳撫台檔

案，顧名思義，當然重點在於台灣建省時期的新政，這段史料與教綱

中「外力衝擊與近代化」高度相關，是頗具使用價值的台灣史史料。 

 

日據時期的台灣檔案，包含台灣總督府檔案、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檔案、台灣拓殖株式會社檔案。其中以台灣總督府檔案的涵蓋面最

廣，後二者則較為偏重經濟問題部分，由於這些檔案多為日文原文，

在使用上並不方便。在教學上反而未必比得上及的上台人抗日的相關

文件來的令學生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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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台灣史相關檔案，包含有政治相關的行政公署檔案、二二

八事件檔案、美麗島事件檔案以及經濟相關的經濟檔。其中行政公署

檔案對台灣戰後初期的政治狀況極為重要。而美麗島檔案與二二八事

件檔案是與重大的政治事件高度相關，其中檔案管理局蒐羅的二二八

事件檔案涵蓋面甚廣，甚至還足以進行戰後政治、社會、經濟的相關

歷史研究
8
。是在教學上極具使用價值的檔案。而中研院近史所檔案

館的經濟檔則包含了經安會檔案、美援會檔案等台灣戰後經濟史的重

要史料。對照上一節中所見的經濟、文化史比重的提升，更可見此檔

案在教學上的使用價值。 

 

綜合上述，各檔案與教科書綱要的對應整理如表 4-13： 
 

表 4-13 現藏台灣史檔案與教科書章節的對應 

歷史分期 檔案名稱 相關教綱章節 應用方式 

荷、西、明鄭 東印度公司檔案 ‧ 荷西時代  圖片 

宮中檔 

‧ 漢人社會的確立 
‧ 農商業的發展 
‧ 社會狀況與社會問題 
‧ 文教發展 

 問題設計 
 參考資料 
 圖片 

軍機處檔 

‧ 漢人社會的確立 
‧ 農商業的發展 
‧ 社會狀況與社會問題 
‧ 文教發展 

 問題設計 
 參考資料 

史館檔 ‧ 農商業的發展  較不適宜 

清末外交檔 
‧ 外力衝擊與近代化 
‧ 統治政策與台民反應 

 問題設計 
 參考資料 

中央檔案 

內閣大庫檔 
‧ 鄭氏政權 
‧ 漢人社會的確立 

 問題設計 
 參考資料 

淡新檔案 

‧ 漢人社會的確立 
‧ 農商業的發展 
‧ 社會狀況與社會問題 
‧ 文教發展 

 參考資料 

 

 

清 

代 

地方檔案 

劉銘傳撫台檔案 ‧ 外力衝擊與近代化 
 問題設計 
 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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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分期 檔案名稱 相關教綱章節 應用方式 

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 統治政策與台民反應 
‧ 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 
‧ 社會與文化變遷 
‧ 戰爭期的台灣社會 

 圖片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 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  圖片 

日據時期 

台灣拓殖株式會社檔案 ‧ 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  圖片 
總統檔案 ‧ 政治：從戒嚴到解嚴  圖片 

行政公署檔案 ‧ 政治：從戒嚴到解嚴  參考資料 

經濟檔 ‧ 經濟：成長與挑戰 
 問題設計 
 參考資料 

二二八檔案 ‧ 政治：從戒嚴到解嚴 
 問題設計 
 參考資料 

戰後的台灣 

美麗島事件檔案 ‧ 政治：從戒嚴到解嚴 
 問題設計 
 參考資料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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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節主要針對前三節的分析內容，作一綜合性的統整，內容包括

現今歷史教學教材的檔案使用、現今台灣史歷史教學的重點以及對應

這些教學重點主題的檔案資源。茲將此三議題分述如下： 

 

一、現今歷史教學教材的檔案使用 

 

從國中「認識台灣(歷史篇)」以及高中六個版本的歷史教科書分

析，檔案在歷史教材的運用主要呈現在「圖片」、「補充資料」以及「作

業」三個單元上。在功能上，檔案作為「圖片」的使用屬於較被動的

輔助課文教學，而檔案在「補充資料」及「作業」中以文字形式來運

用，則是屬於主動幫助學生學習的教學方法。 

 

在國中歷史教材中，檔案仍以「圖片」的使用為主，到了高中歷

史教科書，檔案開始的內容開始在「補充資料」或是「作業」的問題

與討論中，以文字形式運用在教材之中，其中部分教科書在檔案作為

補充資料時，於其後附有問題與活動的設計，這些問題和討論的設

計，為高中歷史教材中進一步活化運用檔案的主要方法。 

 

這些問題的設計模式，可統整為以下幾個類型，從中也可看出這

些教材中運用檔案內容的思考所在： 

 

1. 針對檔案的內容的單一名詞解讀設計問題。 

2. 鼓勵學生在閱讀檔案後，解讀出檔案內容的重點。 

3. 此學生延伸思考檔案產生的背景，並對照檔案內容加以分析。 
4. 純粹的從檔案中讓學生想像古代歷史人物的心態。 

5. 呈現不同觀點的檔案或文件，讓學生思考並解釋其出現差異的理

由。 

6. 將過去檔案中體現的觀念，與現今普遍社會的觀點加以比較。讓

學生對照古今價值觀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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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今台灣史教學重點 

 

現今台灣史教學的重點多半是以時代來作區分，各時代的比重因

為台灣史所佔分量的不同而有所調整，大體符合「略古詳今」的原間，

時間越接近現代，該時代歷史所佔的比重越多，值得注意的是，依

84 年教綱所編纂的現今各版本歷史教科書，多半在台灣史前期有偏

重政治史的傾向，不過在現今 92 年所提出的教綱草案中，社會、經

濟、文化等歷史面向比較大為提高，這點是分析未來在台灣史教學重

點所必須注意的。 

 

三、主題檔案資源 

 

現今的台灣史典藏在各個檔案單位，故宮、近史所檔案館、國史

館、國史館台灣文獻館以及檔案管理局為最主要的五個檔案典藏機

關。這些機關所典藏的台灣史檔案在教學上大體可以用兩個對比來作

歸類：「清代、光復後的檔案多；荷西、日治的檔案少」、「政治、社

會的檔案多；經濟文化的檔案少」。 

 

大體來講，清代和光復後的檔案除了數量較多，語言以中文書

寫，也便利了教學上的使用，而荷西、日據時期檔案基本上數量就較

少，即使有像台灣總督府檔案這樣較具重要性的檔案，因為語言的障

礙，使用也相當不便。而在內容比重上，宮中檔和軍機處檔等清代檔

案和總督府檔案這日治時期檔案，所涵蓋的範圍較廣，對政治、社會、

經濟等統治議題都有所涉及，反倒是戰後一些官方採集的檔案，較偏

重政治面，只有近史所檔案館所藏的經濟檔以及台大所藏的淡新檔案

是少數偏重在社經層面的檔案，與第二節中所見社經面比重日趨增高

的現象，其實還是略有出入。這點也是我們在選擇使用檔案時所必須

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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